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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
获评“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 王文婷

近日， 从江苏省总工会传来喜
讯， 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被授予
“
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据介绍， “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旨在表彰在我省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
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或部门。 市
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成立于1988年，
现有床位80张， 年收治患者4000余
人， 年开展手术3000余例、 腹腔镜
手术2000余例； 拥有一批先进的仪
器设备， 有一支技术过硬、 德才兼备
的人才队伍； 设有小儿普外、 小儿骨
科、 小儿泌尿外科、 小儿神经外科、
小儿胸外等专 业 组 ； 有 主 任 医 师 5

名、 副主任医师2名、 硕士研究生8
名， 有国际小儿内镜外科学会委员1
名、 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1
名、 中国内镜医师协会常务理事2名、
江苏省小儿外科学会委员1名。 该科
是淮安及周边地区重要的小儿外科疾
病诊疗中心， 2010年-2015年连续5
年， 该科位列市重点专科排名第一；
2015 年 获 评 “江 苏 省 临 床 重 点 专
科”； 2016年被团省委授予“省青年
文明号”； 2017年， 科主任李炳主持
的课题获“
国家级妇幼健康科技成果
二等奖”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二等
奖” “省妇幼保健协会新技术引进三
等奖”。
该科除收治普通患者， 还承担着
SICU监护工作， 医务人员经常加班
加点， 遇重大抢救， 全员上阵， 具有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敬业奉献精
神， 受到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仅
2017年， 该科室就收到患者赠送的
锦旗170余面。 出院患者第三方行风
满意度调查显示， 该科年均满意度在
95%以上。
该科高度注重人才培养， 强化高
年资医生和高年资护士对年轻医护人
员的“传、 帮、 带”， 认真制定全年
分层次业务培训计划， 定期组织业务
学习， 如通过开展SICU呼吸机、 除
颤仪操作培训和疑难、 危重、 死亡病
例讨论， 使儿外科监护技术水平得到
了很大提高， 突出表现在疑难病例诊
治、 心肺复苏及消化道畸形矫正等急
危重症病人的救治上。 该科3D腔镜
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医院的知名
度， 已形成自身特色， 多次获省级及

市级科技成果奖。 该院定期安排医护
人员赴北京、 上海等地儿童医院进修
学习， 及时掌握全国最先进的医疗及
护理技术。 该院积极参加小儿外科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 努力与国际接轨。
科主任李炳先后参加美国、 苏格兰等
国际小儿腔镜学术论坛， 并多次在国
内外学术会议上作讲座， 熟悉小儿普
外、 新生儿外科、 胸外、 骨外以及泌
尿外等各亚专业的常见病、 疑难病、
罕见病的诊治， 能熟练操作各种特大
及大型外科手术， 治疗水平和疗效紧
跟国际水平。
2017年， 科室共发表省级以上
专 业 论 文 18 篇 ， 其 中 中 华 系 列 4
篇、 SCI论文4篇， 护理组发表省级
以上期刊文章8篇。

第二届江苏省医院品管圈大赛
淮阴医院获三等奖
■ 徐全

马立华

8月25-26日， 第二届江苏省医
院品管圈大赛在南京举行， 淮阴医
院代表队参赛并获得三等奖。
本次大赛分课题研究型专场、
三级医院综合场、 三级医院护理
场、 二级医院+民营医院四个专场，
来自全省各地医院的256个品管圈
入围参赛， 淮阴医院的“护心圈”
入围大赛。
淮 阴 医 院 的 参 赛 作 品 “护 心
圈” 以“提高轴节器械清洗质量合

提高队伍素质 保障医疗安全
市三院召开院感委员会暨多重耐药菌联席会议
■ 张亚东

淮安市一院专家应邀出席
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坛
■ 李斌

格率” 为主题， 发明了新型清洗支
架， 改变了传统器械装载和摆放方
式， 制作了复杂器械清洗流程图
谱， 提高了轴节器械清洗质量。 该
院新颖的主题， 严谨的手法， 良好
的成果， 精彩的阐述和出色的现场
表演， 赢得评委一致好评， 在全省
医院中脱颖而出。
据悉， 此次是淮阴医院首次参
加省品管圈大赛， 该院领导高度重
视， 护理部精心策划组织， 参赛队
员积极备战， 最终取得了好成绩。

8 月 28 日 下 午 ， 市 三 院 召 开
2018年第二季度院感委员会暨多重
耐药菌联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今年第二季度该院
院感监测指标分析、 传染病监测、
医院目标性监测、 细菌耐药等情
况， 具体分析了细菌感染情况， 针
对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持续改进的地

方进行了汇总。 科室护士长及感控
医生结合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剖析， 提出整改措施， 并就感染
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展开讨
论， 提出解决建议。 委员会对该院
感染管理工作给予了肯定。
会议的召开为进一步提升该院
感染质控队伍综合素质和感控管理
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医疗安全
提供了重要保障。

王丙剑

淮安市二院眼科专家提醒：
近日， 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
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
坛在北京举行，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 肝胆外科专家张建淮教
授应邀出席。
论坛由主会场和11个平行分论
坛组成，在第六分论坛医学人文专场
的《超级访问》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继
续教育中心主任陈韶华，上海华山医
院医务处处长向阳，山东省住培中心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郭媛，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肝胆外科专家张建淮教授，应邀
讲授了医学人文在住院医师培训及
沟通教学中的作用。
张建淮就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
大家互动交流， 如“针对由于信息
不对称产生的信任危机， 应该如何
让住院医师辩证看待” “针对自我
意识强烈的年轻住院医师， 如何引
导他们与患者建立良好沟通的意识”
“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培养年轻医生
的医学人文情怀的， 是否具有借鉴
价值”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
程中， 应重点培养住培医师在医患
沟通方面的哪些能力” 等。
张建淮指出， 培养住院医师良
好的沟通心态和高效的沟通技巧是
化解医患矛盾、 建立医患信任的重

眼前飘黑影或因视网膜脱离
■ 侍艾苑

要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 90后、
00后将成为各行各业的新生主力，
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由此产
生的直接效应是人的思想不再拘泥
于传统意识， 更多地会注重付出与
收获的对等， 因此要树立医学与人

文融通的理念， 以人为本践行医学
宗旨。 医疗服务是科技与人文的行
为， 医患沟通是基本医疗活动形式，
人人皆患者、人人皆医者，医疗风险
需要医患双方共担。他建议将医患沟
通列为医疗核心制度，对医院全员进

行培训考核，做到防范靠前；要做到
教学相长， 带教老师应以人文精神、
人文知识去影响年轻住院医师。
据悉，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
峰论坛作为业内顶级盛会， 每年举
行一次。

近日， 经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及时手术治疗， 视网膜脱离患者窦
女士术后视力恢复到了0.8。
两个月前， 56岁的窦女士看东
西时， 开始感觉右眼眼前有黑影飘
动， 但没有眼胀眼痛等症状， 认为
没有大碍的窦女士没把这事儿放在
心上， 直到看东西很吃力， 她才到
医院就诊。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底科严
晓腾主任检查后发现， 窦女士患了
“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随即为
其做了手术。 经术后恢复， 如今，
窦女士右眼视力恢复到了0.8。
严晓腾介绍， 窦女士这个年龄
段是眼球玻璃体后脱离的高峰期，
多数人眼球玻璃体后脱离只有飞蚊
症表现， 而窦女士的眼球玻璃体后
脱离牵拉了视网膜， 在视网膜粘连
比较紧密的位置撕脱出了一个比较

打造卒中救治体系

大爱行医 精诚为学
——
—记淮安市优秀医师、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朱晋龙

1 把爱好变成了人生目标

“

将爱好变成人生
追求的目标， 孜孜以
求， 不断探索， 虽然
辛苦， 他却乐在其
中。 他就是市中医院
山阳医派传承研究中

心主任、 主任中医师
朱晋龙。
工 作 30 年 来 ，
他带领科室创成省级
中医重点专科， 医好
了无数疑难危重病，
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
感。
2018年3月， 朱
晋龙当选淮安市中医
药学会副会长。 不久
前， 他又被评为“淮
安市优秀医师”。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 幼年时的
朱晋龙经常跟随母亲到村卫生室看
病， 他经常目睹医生运用草药、 银
针治病救人， 从而有了学医的想法。
1983年， 朱晋龙如愿考入南京中医
学院， 每年寒暑假回家， 乡亲们便

会来找他看病， 他成了村民们口中
的“小神医”， 这坚定了他学好中
医、 治病救人的愿望。 1988年大学
毕业后， 朱晋龙被分配到市中医院，
在这里， 他埋头钻研， 深耕中医知
识， 一干就是30年。

在他的带领下， 市中医院肾病
科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 2016年创
成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 朱晋龙还
被评为优秀援疆干部、 优秀援疆专
家， 是市政协委员、 南京中医药大
学兼职副教授。

2 适合患者的才是最好的
西医精准的检查诊断手段， 可
以帮助医生少走弯路， 及早开展针
对性治疗； 中医整体施治的理念，
可以让患者最大限度受益， 避免不
必要的伤害。 朱晋龙坚持中西医结
合， 探索出一系列治疗危重症和疑
难杂症的独特方法。
15年前， 31岁的吴某被诊断为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在综合性三甲
医院反复治疗， 但病情未能得到缓
解。 因家庭困难， 难以承受高额医
疗费的吴某经人介绍找到了朱晋龙，
朱晋龙采用中医益肾、 清利、 活血、
化瘀的治疗方法， 配合西医强的松
等进行免疫治疗， 三个月后， 吴某
病情完全缓解， 之后间断服用中药

调理， 15年来都没再复发。 “中医
与西医， 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都是病
人， 和疾病斗争时， 应该并肩作战，
是亲密‘战友’。 西为中用， 古为今
用， 只要对病人好， 就应该学习借
鉴， 融会贯通。” 朱晋龙对中西医结
合有着深刻的体会。

3 主动请缨援疆治病救人
2015年8月， 50岁的朱晋龙主
动请缨， 加入淮安市第八批援疆人
才队伍， 担任新疆兵团奎屯中医院
内二科主任， 负责坐诊、 查房、 会
诊、 讲座、 指导科研等。 当地医疗
条件较差， 他总是想方设法用最常
见、 最便宜的药材组方治病。
92岁的郑大爷因中风后遗症双
下肢无力， 每天只能坐轮椅， 朱晋
龙给予补益肝肾、 舒经活络治疗，

半个月后， 郑大爷就能自行拄拐行
走了。 45岁的穆阿姨被慢性肾小球
肾炎困扰， 反复治疗了8年， 效果一
直不理想， 朱晋龙针对病情给予补
益肾气、 利水消肿等中医治疗， 两
周后， 穆阿姨双下肢水肿、 泡沫尿
等症状明显改善， 病情得到有效控
制。 看病费用低， 效果很显著。 援
疆不久， 朱晋龙就在当地“声名鹊
起”， 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

大爱行医， 精诚为学。 朱晋龙
用大爱之心演绎“仁者心术”， 凭着
精湛的医术和宽厚仁慈的品德， 赢
得了患者的赞誉、 同行的尊敬， 也
收获了当之无愧的诸多荣誉。 如今
的他， 全身心投入到山阳医派传承
研究领域， 心无旁骛， 孜孜不倦，
甘之如饴。

畅通患者生命通道

涟水县人民医院跻身
中国卒中中心成员单位行列
■ 程杰

■ 申琳琳

大的裂孔， 进而造成视网膜脱离，
幸好窦女士就诊及时， 倘若波及黄
斑一周以上， 视功能就会永久损
伤， 术后恢复就会很差。
严晓腾强调， 视网膜脱离是一
种严重影响患者视力的眼科常见
病， 该院视网膜脱离患者约占眼底
病住院患者的1/3。 近来， 该院收
治的视网膜脱离患者明显增多， 每
周甚至要开展5台视网膜脱离复位
手术， 这些患者中， 大多是因为眼
前出现飘黑影现象没有重视， 恶化
成“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严晓腾提醒， 视网膜脱离有两
个高发年龄段， 一个是20岁左右，
一个是60岁左右。 视网膜脱离治疗
及时， 视力恢复成功几率较高， 治
疗不及时则可能导致失明。 他提醒
市民， 如果眼前出现黑影、 闪光感
等， 一定要尽快到正规医院就诊；
发现短时间内视力下降特别快并伴
有视物遮挡， 也应及时就诊。

王国扬

日前， 涟水县人民医院顺利通
过中国卒中中心联盟认证， 成为中
国卒中中心授牌单位， 这标志着该
院在多学科联合规范诊疗脑卒中方
面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脑卒中诊治水
平， 今年以来， 涟水县人民医院以
多学科协作模式为基础， 打造了一
支由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介入
科、 急诊科、 检验科、 影像科、 超
声科、 120急救中心等科室协作的
“脑卒中救治团队”， 设立脑卒中绿
色通道， 24小时联动待命。 凡疑似
脑卒中的患者送至医院， 一经首诊
医生初步诊断， 会被立即安排进入
绿色通道做进一步检查， 同时启动
卒中救治方案， 所有相关科室人员
待命， 视患者的情况进行溶栓或取
栓治疗， 大大缩短了卒中患者从入
院到检查、 治疗的时间。 今年5月
31日15： 15至17:15， 该院卒中中
心就同时成功为两位急性脑梗塞中
风 老 人 施 行 溶 栓 治 疗 。 当 日 15：
15， 急救车送来一名76岁的男性患
者周某， 患者发病2小时， 到医院
时失语伴左侧肢体偏瘫， 血压
180/100mmHg， 当即被直接送至
抢救室卒中单元， 急诊科于亚东主
任组织在班医护人员立即开通绿色
通道并进行卒中评分； 15:20， 闻
讯赶来的卒中中心翟正平主任医师
当机立断， 准备溶栓； 15:27， 为
患者做头颅CT显示是急性脑梗塞；
15:30， 于亚东主任和患者家属谈
话 ； 15:52， 决 定 静 脉 溶 栓 ； 16:
00， 给予患者首次静脉推注静脉溶
栓药， 5分钟后， 患者左侧肢体肌
力稍有恢复， 10分钟后， 患者左侧

肢体功能恢复； 16:52， 患者四肢
功能完全恢复。 15： 35， 急救车又
送来一位75岁男性患者顾某， 患者
发病1小时， 到医院时失语伴右侧
肢 体 偏 瘫 ， 血 压 160/100mmHg，
被直接送至抢救室卒中单元， 急诊
科于亚东主任在妥善安排好前一位
患者周某的同时， 组织在班医护人
员开通绿色通道并开展卒中评分，
做头颅CT检查； 在现场的翟正平主
任医师与患者家属谈话准备溶栓；
16:17， 开始溶栓； 17:15， 结束溶
栓， 患者肢体功能逐渐恢复。 经过
抢救， 两位患者在该院神经内科进
一步治疗并痊愈出院。 截至7月底，
该院进入卒中流程抢救的患者有
180余人， 上传有效急性卒中病例
69份， 其中静脉溶栓29例、 动脉取
栓2例。
据悉， 涟水县人民医院加入中
国卒中中心联盟后， 将与全国最先
进的三级医院结为联盟， 有利于提
升医疗质量， 实现医院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脑卒中诊治流程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 提高脑卒中的治愈率， 降
低卒中患者的死亡率、 致残率、 复
发率， 使患者最大程度获益。
对于该院卒中中心今后的工
作， 涟水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
长左扬松表示， 成为中国卒中中心
授牌单位对该院来说是一个新的起
点， 该院卒中中心将以此为契机，
严格按照中国卒中中心联盟要求，
建好卒中中心架构， 完善卒中中心
救治团队， 规范临床诊疗， 优化就
诊流程， 进一步提升医院脑血管疾
病的诊疗能力， 为全县及周边地区
卒中患者提供更快速、 更规范、 更
优质的诊疗服务。

